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工业设计课表 专业：工业设计

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上午

1 综合设计表达◇
(1-4节)1-8周/东中院4-

308/傅炯/(2020-2021-2)-

ID327-1/面向工业设计学生

/总学时:32/学分:2

工艺美术概论◇
(1-4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308/周年国/(2020-2021-2)-

ID321-2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32/学分:2

视觉传达设计◇
(1-4节)1-12周/东中院4-

308/张湛/(2020-2021-2)-

ID203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48/学分:3

产品设计（3）◇
(1-4节)7-16周/东中院4-

308/张立群/(2020-2021-2)-

ID311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80/学分:5

设计管理概论◇
(1-4节)1-12周/东中院2-

102/张立群/(2020-2021-2)-

ID322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48/学分:3

产品设计（3）◇
(1-4节)7-16周/东中院4-

308/张立群/(2020-2021-2)-

ID311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80/学分:5

2
3

4

中午
5
6 专题设计（5）●

(6-9节)1-8周/东中院4-

308/张帆/(2020-2021-2)-

ID308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32/学分:2

交互设计◇
(6-9节)7-16周/东中院4-

308/顾振宇/(2020-2021-2)-

ID326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80/学分:5

交互设计◇
(6-9节)7-16周/东中院4-

308/顾振宇/(2020-2021-2)-

ID326-1/面向工业设计专业

学生/总学时:80/学分:5
下午

7
8
9

10

晚上

11
12
13
14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工业设计课表 专业：工业设计

星期一
1-4

综合设计表达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傅炯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27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学生 总学时:32 学分:2

工艺美术概论◇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周年国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21-2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32 学分:2

6-9 专题设计（5）●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张帆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08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32 学分:2

星期二
1-4 视觉传达设计◇ 周数: 1-12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张湛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203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48 学分:3

6-9 交互设计◇ 周数: 7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顾振宇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26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80 学分:5

星期三 1-4 产品设计（3）◇ 周数: 7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张立群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11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80 学分:5

星期四
1-4 设计管理概论◇ 周数: 1-12周  地点: 东中院2-102  教师: 张立群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22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48 学分:3

6-9 交互设计◇ 周数: 7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顾振宇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26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80 学分:5

星期五 1-4 产品设计（3）◇ 周数: 7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8  教师: 张立群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ID311-1 选课备注:面向工业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80 学分:5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建筑学课表 专业：建筑学

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上午

1 设计与软件技术◇
(1-2节)1-16周/东中院1-

202/刘小凯/(2020-2021-2)-

CS143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园林历史◇
(1-2节)1-16周/东中院1-

201/莫非/(2020-2021-2)-

GA207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2

3 生态建筑概论◇
(3-4节)1-16周/东中院1-

202/赖达祎/(2020-2021-2)-

AR411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外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与

理论◇
(3-4节)1-16周/东中院1-

202/赵冬梅/(2020-2021-2)-

AR320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建筑结构（2）◇
(3-4节)1-16周/东中院4-

404/岳峰/(2020-2021-2)-

AR316-1/限建筑系/总学时

:32/学分:2
4

中午
5
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◇
(6-8节)1-16周/中院111/张

娅/(2020-2021-2)-TH029-

19/无/总学时:48/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◇
(6-8节)1-16周/上院213/周

凯/(2020-2021-2)-TH029-

21/无/总学时:48/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◇
(6-8节)1-16周/中院112/刘

伟/(2020-2021-2)-TH029-

18/无/总学时:48/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◇
(6-8节)1-16周/上院318/马

磊/(2020-2021-2)-TH029-

20/无/总学时:48/学分:3

下午

7 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

2）◇
(7-10节)1-16周/未排地点

/熊庠楠/(2020-2021-2)-

AR315-1/无/总学时:128/学

分:8
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

2）◇
(7-10节)13-16周/未排地点

/杜春宇,张海翱/(2020-2021-

2)-AR315-1/无/总学时

:128/学分:8
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

2）◇
(7-10节)1-16周/未排地点

/熊庠楠/(2020-2021-2)-

AR315-1/无/总学时:128/学

分:8
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

2）◇
(7-10节)13-16周/未排地点

/杜春宇,张海翱/(2020-2021-

2)-AR315-1/无/总学时

:128/学分:8

8

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

◇
(6-8节)1-16周/上院317/魏

崇辉/(2020-2021-2)-TH029-

17/无/总学时:48/学分:3

9
10

晚上

11
12
13
14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建筑学课表 专业：建筑学

星期一

1-2 设计与软件技术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1-202  教师: 刘小凯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CS143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3-4 生态建筑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1-202  教师: 赖达祎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411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7-10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2）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未排地点  教师: 熊庠楠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15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128 学分:8
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2）◇ 周数: 13-16周  地点: 未排地点  教师: 杜春宇,张海翱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15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128 学分:8

星期四

1-2 园林历史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1-201  教师: 莫非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207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3-4 外国近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1-202  教师: 赵冬梅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20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7-10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2）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未排地点  教师: 熊庠楠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15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128 学分:8

建筑设计及原理（2-2）◇ 周数: 13-16周  地点: 未排地点  教师: 杜春宇,张海翱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15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128 学分:8

星期五

3-4 建筑结构（2）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4  教师: 岳峰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R316-1 选课备注:限建筑系 总学时:32 学分:2

6-8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中院111  教师: 张娅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TH029-19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48 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上院213  教师: 周凯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TH029-2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48 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中院112  教师: 刘伟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TH029-18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48 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上院318  教师: 马磊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TH029-20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48 学分:3

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上院317  教师: 魏崇辉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TH029-17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48 学分:3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视觉传达设计(环境设计方向)课表 专业：视觉传达设计(环境设计方向)

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上午

1 景观设计（2）◇
(1-6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8/李惠军/(2020-2021-2)-

AD312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分:6

景观设计（3）◇
(1-6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408/苏晓静/(2020-2021-2)-

AD313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分:6

室内设计（4）◇
(1-6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8/赵明,杨海勇/(2020-

2021-2)-AD310-1/面向环境

设计专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

分:6

景观设计（2）◇
(1-6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8/李惠军/(2020-2021-2)-

AD312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分:6

景观设计（3）◇
(1-6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408/苏晓静/(2020-2021-2)-

AD313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分:6

室内设计（4）◇
(1-6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8/赵明,杨海勇/(2020-

2021-2)-AD310-1/面向环境

设计专业学生/总学时:96/学

分:6

雕塑◇
(1-8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408/孔繁强/(2020-2021-2)-

AD314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64/学分:4

西方园林艺术◇
(1-4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8/周武忠/(2020-2021-2)-

GA339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/总学时:32/学分:2

特别课程设计▲
(1-8节)9-16周/东中院1-

105/周武忠/(2020-2021-2)-

AD336-1/面向环境设计专

业学生，虚拟排课/总学时

:64/学分:4

2
3
4

中午

5

6

下午

7
8
9

10

晚上

11
12
13
14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视觉传达设计(环境设计方向)课表 专业：视觉传达设计(环境设计方向)

星期一 1-6
景观设计（2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李惠军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2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景观设计（3）◇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苏晓静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3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星期二 1-6 室内设计（4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赵明,杨海勇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0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星期三 1-6
景观设计（2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李惠军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2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景观设计（3）◇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苏晓静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3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星期四
1-6 室内设计（4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赵明,杨海勇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0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96 学分:6

1-8 雕塑◇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孔繁强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14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64 学分:4

星期五 1-4 西方园林艺术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8  教师: 周武忠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339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 总学时:32 学分:2

星期日 1-8 特别课程设计▲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1-105  教师: 周武忠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36-1 选课备注:面向环境设计专业学生，虚拟排课 总学时:64 学分
:4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视觉传达设计(视觉传达设计方向)课
表

专业：视觉传达设计(视觉传达设计方向)

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上午

1 品牌形象设计◇
(1-6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407/李金娟/(2020-2021-2)-

AD306-1/面向视觉传达专

业同学/总学时:48/学分:3

广告设计（2）◇
(3-8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7/萧冰/(2020-2021-2)-

AD307-1/面向视觉传达专

业同学/总学时:96/学分:6

空间导向设计▲
(1-6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7/李鹏程/(2020-2021-2)-

AD226-1/面向视觉传达专

业同学/总学时:48/学分:3

2 影视广告▲
(2-7节)9-16周/东中院4-

407/刘博/(2020-2021-2)-

JC345-1/面向视觉传达专业

同学/总学时:48/学分:3

广告设计（2）◇
(3-8节)1-8周/东中院4-

407/萧冰/(2020-2021-2)-

AD307-1/面向视觉传达专

业同学/总学时:96/学分:6

3
4

中午
5
6

下午

7

8

9
10

晚上

11
12
13
14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视觉传达设计(视觉传达设计方向)课
表

专业：视觉传达设计(视觉传达设计方向)

星期二
2-7 影视广告▲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7  教师: 刘博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JC345-1 选课备注:面向视觉传达专业同学 总学时:48 学分:3

3-8 广告设计（2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7  教师: 萧冰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07-1 选课备注:面向视觉传达专业同学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星期四
1-6 品牌形象设计◇ 周数: 9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7  教师: 李金娟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06-1 选课备注:面向视觉传达专业同学 总学时:48 学分:3

3-8 广告设计（2）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7  教师: 萧冰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307-1 选课备注:面向视觉传达专业同学 总学时:96 学分:6

星期五 1-6 空间导向设计▲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407  教师: 李鹏程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D226-1 选课备注:面向视觉传达专业同学 总学时:48 学分:3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园林课表 专业：园林

时间段 节次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

上午

1 花卉应用学◇
(1-2节)1-16周/东中院4-

204/李洁/(2020-2021-2)-

GA344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风景园林快速表现◇
(1-4节)1-8周/东中院4-

206/马红冰/(2020-2021-2)-

AB203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风景园林规划设计(2)◇
(1-4节)1-14周/未排地点/王

云,张洋/(2020-2021-2)-

GA343-1/无/总学时:56/学分

:3

2

3 园林建筑构造◇
(3-4节)1-16周/东中院4-

302/李丰衣/(2020-2021-2)-

AB316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4

中午
5
6

下午

7 草坪与地被应用◇
(7-8节)1-16周/东中院4-

202/杜红梅/(2020-2021-2)-

GA342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2

园林植物配置◇
(7-10节)1-8周/中院306/陈

丹/(2020-2021-2)-AB322-

2/无/总学时:32/学分:1

园林植物配置◇
(7-10节)1-8周/中院305/车

生泉/(2020-2021-2)-AB322-

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:1

计算机辅助设计●
(7-10节)1-8周/东中院4-

202/张洋/(2020-2021-2)-

CS234-1/无/总学时:32/学分

:1

8

9

10

晚上

11 生态规划设计原理◇
(11-13节)1-11周/东中院4-

203/车生泉, 张理卿/(2020-

2021-2)-GA420-1/无/总学时

:33/学分:2

12

13

14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
2020-2021学年第2学期 2018园林课表 专业：园林

星期一

1-2 花卉应用学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204  教师: 李洁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344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3-4 园林建筑构造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302  教师: 李丰衣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B316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7-8 草坪与地被应用◇ 周数: 1-16周  地点: 东中院4-202  教师: 杜红梅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342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11-13 生态规划设计原理◇ 周数: 1-11周  地点: 东中院4-203  教师: 车生泉, 张理卿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420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3 学分:2

星期二
1-4 风景园林快速表现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206  教师: 马红冰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B203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2

7-10
园林植物配置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中院306  教师: 陈丹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B322-2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1

园林植物配置◇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中院305  教师: 车生泉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AB322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1

星期三 1-4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(2)◇ 周数: 1-14周  地点: 未排地点  教师: 王云,张洋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GA343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56 学分:3

星期五 7-10 计算机辅助设计● 周数: 1-8周  地点: 东中院4-202  教师: 张洋  教学班:(2020-2021-2)-CS234-1 选课备注:无 总学时:32 学分:1

○: 实习 ★: 上机 ☆: 课程设计 ▲: 其他 ◇: 理论 ●: 实验 打印时间:2020-12-03


